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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在提摩太后书 2：15 中称圣经为“真理的道”，
也在提多书 1：2 把自己描述为“……那无谎言的
我们可以相信圣经，因为它是由无谎言的

神 ”。

神，亲自操

恩典港湾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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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写成的真理的道。

847-640-8422
此册小书将引导大家思索


生命的短暂



人人定有一死



人为什么需要

神如何看待：

也可以登陆下列网站获得更多圣经资料：
www.grace-harbor-church.org

神的恩典

神说，你的生命短暂，转瞬即逝。约伯记 7：6-7，
“我的日子比梭更快……。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
一口气，……。
”
时至今日，织布工人所用的梭虽已不多见，但这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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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文对“梭”的描述，就好比缝纫机针在上下地快速串
动。这花不了多少时间，甚至可以快得让人眼花缭乱！
这节经文是约伯在感慨自己的年日短暂。人的生命实在
是比织布工人的梭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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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弗所书 4：30，
“不要叫

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

是受了祂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哥林多后书 1：22，
“祂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
在我们心里作凭据。”
神既救了我们，就必保守我们。若得救就永远不
会失去救恩。我们得救于

神之恩，也必保守于

神之

恩。 神靠着恩典成就了一切救赎，你可以全心相信 神
靠着恩典必能保守你，直到永远。
请铭记：人生苦短，不要迟延。今天就接受基督耶
稣，得救于

人生如快船掠过，如鹰飞过
约伯记 9：25，26 ，
“...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
落抓食的鹰。”

神之恩！

快船驶过迅速。你见过急速滑翔，捕食的雄鹰吗？
一小物稍不留神就被叼去，成其口中美味。
怎样的图画，来描绘人生的稍纵即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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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一幅

得救是靠
人生如风吹过
诗篇 78：39，“祂（

神）想到他们不过是血气，

是一阵去而不返的风。”
这里

神之恩！你要做的只是信！

罗马书 11：6，“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
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
罗马书 4：5，“惟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

神把你的生命描述成一阵风。一阵去而不复

返的风。不是持续刮很久，而是稍瞬即逝的风。这阵风

神，他的信就算为义。”

是暂时的，移动迅速，一去不回。
得救不是既信主基督耶稣和祂为你流在十字架上的
我的时候短少
诗 篇 89 ： 47 ，“ 求 你 想 念 我 的 时 候 是 何 等 的 短

宝血，又额外附加上你个人做工。那是“宗教教条”，不

少，……”

用靠努力赚得的礼物。这个永生的礼物，人可以白白领

神用时间丈量你的生命，祂说人的时候短少。我
们知道孩子会觉得生命很长；他们站在生命的这头，恨

是

神的教导。救恩是礼物，一个白白赐得的礼物，不

受，是因为

神的独生子已经为其付上了死的代价。人

靠着罪身不能外添什么。基督成就了一切。

不得自己一下子长到希冀的年岁。站在生命另一端点的
人心知肚明：孩子是错的， 神是对的。人的时候短少，
正如

神言！你自己或听别人说过，
“时间都跑到哪里去

了？”
“时间过得太快了！”
“很难相信我也过了大半辈子

以弗所书 1：13，
“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
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
许的圣灵为印记。”

了！”时间逝去确实匆匆，一切都证明圣经是正确的。
只要你一心相信福音，此刻即能得救——相信耶稣
不管一个人在世有多少年日，最终，他会认同

神：

人的时候短少！

基督为你的罪死，祂流的宝血是你罪的赎价。你心里相
信的那一刻， 神就靠着祂的恩典饶恕并拯救你。以弗
所书 1：13 告诉我们既然信祂，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

凋残如草
以赛亚书 40：6-8，“……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

印记。圣灵使我们永远属祂。圣灵这一印记确保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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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救，且永远得救。

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作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

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

该得的；”这节经文言简意赅：当你不再相信自己或宗教，

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

不再相信除基督以外的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坚信耶稣基
督的福音，

神便会用恩典拯救你！

神说百姓诚然是草。草不能长绿不衰，草过了季
节就会枯萎——这是对人多么卑微的描述！多么希望
神把人形容为参天红杉，可以生长上千年……。记住，

哥林多前书 1：18，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
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

神的大能。
”恩典时

神说的是事实！我们看到凋残的小草，应当要想起这些
经文：人的生命短暂。

代，圣灵藉着宣讲十字架来拯救人。
做下列事情不能使灵魂得救：
☆ 恪守十戒
☆ 尽力做事
☆ 过好生活
☆ 做好事
☆ 遵从“黄金法则”
☆ 给教会募捐
☆ 成为教会成员或不间断参加聚会
☆ 祷告

如影西下
诗篇 102：11，
“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我也如草枯

☆ 受洗

干。”

☆ 领圣餐

太阳的影子早晨最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子会越

☆ 行坚信礼

变越短。从日出到日落，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人生

☆ 忏悔

正如日影偏斜。

神能从影子中教导人智慧。

☆ 其他一切你为教会或教会为你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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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3：24，
“如今却蒙

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

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
“恩典”这个词美妙，这种方式奇妙。
“恩典”是良
善的

神对待其被造物最没有瑕疵的方法——其他一切

方法都是不完全的——因为人是不配得的罪人。
在罗马书 8：32，我们看到 神彰显给人的奇妙恩
典，
“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
把万物和祂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
神没有爱惜基督。基督为你的罪已流血十架。这
如云雾散去
雅各书 4：14，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
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

奇妙的恩典是 神向全人类彰显的——人并不配得的恩
典。人里面没有一点善可以让 神为人成就这一切！罗
马书 5：8-9 这样说到“（但）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
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人的生命好比云雾。请描画这样一幅场景：灶台上
一个煮水茶壶，壶嘴里“咕咕”地冒着蒸汽……这蒸气
指教人生命的长度：短！

神这样诠释：人的生命好比

水蒸气，出现少时，就会烟消云散。

你接受基督耶稣作为个人救主了吗？
的心。

神看的是你

神知道你是仰望主基督耶稣和祂为你流在十字

架上的宝血？还是把信心放在了他物、他人之上？
神用形形色色的例子，告诉人一个道理：人生短

神

看的是人心。

暂——人生如梭、如草、如快船掠过、如鹰飞过、如风
吹过、如影西下、如蒸气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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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书 4：3-4，“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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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神告诉人的生命短暂，眨眼功夫就过去了。而生
哥林多前书 15：1-4，“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

命的终结是死亡！

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
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
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

神也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为什么


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
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人人都难免一死
哥林多前书 15：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神在罗马书 5：12 解释到，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

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
耶稣流在十架上的宝血，使公义的

神看所有的

众人都犯了罪。”

罪人（包括你和我）为义！
因为亚当犯罪，罪进入世界。亚当和夏娃不顺服
希伯来书 9：22b，“……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
了。”

神。这就是罪了——不顺服

神！作为对罪的惩戒，死

临到了人。人人生来是罪人，都有罪的本性，于是死临

以弗所书 1：7，“我们藉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

到了众人。

犯得以赦免，乃是照祂丰富的恩典。”
在创世记 2：16，17 中，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
“耶
神的福音简洁明了，
充满恩典——耶稣基督为我
们的罪死了、埋葬并且复活了——

神的救赎全然完

备，你要做的只是信！救恩是 神靠着恩典白白赐给人
的礼物，不能靠任何行为赚得。得救不是出于行为，免
得有人自夸。因为祂儿子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
付上了赎价，所以，
当今，

神愿意饶恕你的罪，使你得救。

神愿意拯救一切相信这个福音信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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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华

神吩咐他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

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
日子必定死。’
”
我们在创世记 3：4 中读到了撒但如何篡改
话，诱骗夏娃，对抗

神的

神，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

定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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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希伯来书 9：27 所说：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
神不是谎言的

神，祂遵守了对亚当和夏娃说过

的话。他们定要死。这里

神对死有两层含义：一是属

灵上的死亡；一是肉体上的死亡。罪即刻摧毁了他们先
前与
们向着

死，死后且有审判。”

神坚不可摧的相交——他们属灵上死了：现在他
神是死的，他们与造物主

神的正确关系不再。

将来某一刻，他们的肉体也要死去。亚当和夏娃后来确
实死了。

 人需要 神的恩典
罗马书 6：23：“（但）惟有

神的恩典，在我们主

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里的“但”？从这节经文可以看
出：

神已经为人准备了一个礼物，并且现在仍继续为

人准备礼物！这个礼物就是永生，它在我们主耶稣基督
罗马书 5：12 说道，“……死就临到了众人”。

里。我们理应有这样的反应，
“我如何能得到这个礼物？

哥林多前书 15：22，
“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

我如何能脱离罪的惩罚？我如何能摆脱审判，不被判为

人人必有一死，因为正如 神言，我们都是“在亚当里”。

有罪，不被扔进永远的火湖里？我如何能接受

亚当把罪的本性带给了全人类。

的礼物，通过基督耶稣里得着永生？”

使徒保罗在罗马书 3：23 中说到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

神眼中人的光景：

神的荣耀。
”由此可以看

出，人有罪的本性，人还会犯罪！

神预备

神没有隐藏，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秘密。圣经是
找寻答案的去处。

神总是在祂的话语里为人预备“福

音”——福音是人只要信靠，就能得救的

神的话。当

今恩典时代，请参看如下经文中使人得救的“福音”：
罗马书 6：23，
“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惟有

神的

恩典，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罪的工价乃是
死。

神在这里教导“死”有两层意义：一是肉体的死

——灵与魂离开身体；圣经也讲到了人的第二次死——

以弗所书 2：8-9，“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

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神审判罪人，将不信之人扔进火湖。
罗马书 3：24，
“如今却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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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

